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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言：本研究旨在利用自行設計的不穩定平衡台，產生的不穩定刺激，探討大學男女學生站姿控制能力的差

異性與平衡板角速度變化的關係？方法：無平衡相關病史健康學生 75 名（男= 35，女= 35），接受每人 10 次

的平衡檢測。平衡台左右最大角度設定為 20 度，台前 3 公尺處架設一台高速攝影機(SONY-HDR-SR8)，以記

錄平衡維持時間(balance keeping time, BKT)與擷取平衡板角度的變化(deg. / s)。所得資料，加以理數程式演算，

求得角速度之方根均值(root mean square, RMS)，並以獨立樣本 t 考驗比較男女生組的差異性及皮爾遜積差相

關法，探討 BKT 與角速度間的相關？顯著水準設為α = .05。結果：(1)男生組 BKT 的成績（2.505±0.129 秒）

優於女生組（1.937±0.081 秒），且達顯著的差異(p < .05)，及角速度 RMS 的值（男: 35.488±1.587deg./s，女:

26.433±0.936deg./s）也優於女生組(p < .05)。(2)男女學生各組 BKT 的增加，角速度 RMS 的值亦隨之增加，且

BKT 與角速度間都有正的相關關係(男 r=0.516；女 r=0.583)。結論：(1)兩側性不穩定平衡台產生的刺激，能

有效造成男女大學生站姿協調能力的差異。(2)不穩定平衡台與高速攝影機的使用，有效的搜集 BKT 與擷取角

速度 RMS 的值，且建立動態平衡適能常模及可作為高度評估人體動的平衡能力，就所謂的”下肢左右協調能

力”，提供運動教練與選手在訓練上有另一深層的思維。

關鍵字：動態站姿、平衡維持時間、協調能力、角速度

壹、緒論

以人體站立姿勢作為檢測運動失調（腦性病變

患者）病徵的研究，始於 1795~1873 年間德國神經

科醫學者 Moritz Heinrich von Romberg，此檢測方法

稱之為隆柏氏測驗 (Romberg’s test) ，它是以閉眼雙

腳站立平衡作為評估腦部患者病狀的依據（Kato,
1960；日本平衡神經科學會，1986）。之後，隨著各

式平衡測試儀的研發與創新，利用腳底壓力中心

(center of foot pressure, COP) 的研究(Horak &
Hlavacka, 2001; Carpenter, Frank, Silcher, & Peysar,
2001; Peterka, 2002) ，及與站立姿勢時身體品質中

心 (body’scenter of mass, COM) 位移的探討

(Maki & Mcllroy, 1997; Winter, Patla, Prince, Ishac, &
Gielo-Perczak, 1998; Carpenter et al. 2001) ，在醫學

複健等相關領域受到相當熱烈的討論。於運動相關

領域，也因運動姿勢與平衡能力對運動表現及運動

成績有著密切的關係，近年來國內對姿勢控制與平

衡等研究，在體育運動（江勁政、江勁彥、相子元，

2004；胡名霞、何浩君、王傑賢，2005；李文心、

柯以馨、李建志、胡名霞，2007；林威秀、黃國堂、

邱炳坤、黎俊彥，2009）與健康管理（林桑伊、蔡

子同、林倩如、李毅信，2001；黎俊彥、林威秀、

黃啟煌，2004；陳怡如、林桑伊，2006；Lin, Hu, &
Tang, 2007）等領域也廣被討論。

然而，人體因重力的影響，其身體的重心位置，

必須位於低面積的垂直面上，否則會呈不穩定而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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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許樹淵，1976）。又吳文忠 (1984) 也認為，平

衡是身體對空間的一種調整能力。因此，站立姿勢

的檢測必須是針對自發性的控制站姿與身體對空間

調整能力的一種結合。根據 Nashner (1976) 的報告

指出，人體站立姿勢身體前後方向 (anterior-posterior
direction, A/P) 動搖，所誘發下肢踝關節肌肉組織的

長潛期收縮 (long-latency stretch reflex)，是隨身體擺

動刺激 100~120 ms 而發生的。又 Nashner (1977) 以

支援基底面之固定角速度：每秒 1 度 (1°/sec) 、每

秒 6 度 (6°/sec) ，及與踝關節相均等安定角速度，

探討不同角速度置換對站姿踝關節與髖關節的影

響。之後，Horak and Nashner (1986) 更對站姿運動

策略，又提出踝節部策略 (ankle strategy) 與髖節部

策略 (hip strategy) 等兩種影響站立姿勢控制的主

要運動模式。因此，連結Horak and Nashner (1986) 的

論點，在各項運動中踝節部策略與髖節部策略的相

乘運用下，優異的姿勢控制能力對人體運動的成績

表現 (sports performance) 是相當重要。但如何檢測

與評估人體運動中站姿的平衡能力？並透過瞭解其

能力，進而改善與提升平衡功能，以達最佳的運動

表現，是值得作更進一步的探討。與靜態站姿 A/P
量測或是內外方向 (medial-lateral direction, M/L)量
測平衡能力的不同，兩側性下肢左右切換動作是瞬

發性連續運動開始的預備姿勢(attitude)，它在多項球

類競賽（籃球、排球、足球、網球、羽球等），及與

個人單項競技(柔道、體操、競速溜冰等)中，對人體

姿勢的維持與協調，有其重要的特殊性。因此，為

檢測人體運動中下肢左右切換能力的優劣，黃漢年

與陳全壽 (1999) 利用不穩定平衡台產生的不穩定

刺激，探討其動的站立平衡維持時間 (balance
keeping time, BKT)，亦有效的作為檢測動態平衡能

力 的 一 種 方 法 。

綜觀先前多數的報告，以下肢左右方向之平衡

控制為題材，探討動態站立平衡時間優劣之報告鮮

少（黃漢年、陳全壽，1999；Balogun, Adesinasi, &
Marzouk, 1992；Almeida, Carvalho, & Talis, 2006；黃

漢年、賈叢林、蘇明耀、陳秀華，2010）。特別在國

內大力宣導運動適能中，對兩側性左右方向動態平

衡適能的琢磨，還留很大的討論空間。因此，本研

究針對黃漢年與陳全壽 (1999) 的研究結果，作為探

討的延伸基礎，且在研究方法與分析上加以強化，

進 一 步 對 平 衡 台 左 右 角 度 的 變 化 作 定 量 性

(quantitative) 的探究，以瞭解人體運動中站立平衡

維持時間的能力表現與平衡板角速度變化間的相關

性？並藉以提供一種使用簡便，且具效用的檢測方

法，以作為體適能評估及教練選手在平衡適能訓練

上的參考。

貳、研究方法

健康且無平衡相關病史大學男女學生各 35名自

願者，為受測對象（男：年齡 19.31 ±1.13 歲、身高

172.87 ±4.89 公分、體重 65.97 ±12.28 公斤、身體品

質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22.04 ±3.83 kg/m2，

女：年齡 18.61 ±0.68 歲、身高 160.12 ±0.68 公分、

體重 50.99±7.65 公斤、BMI: 19.83 ±2.22 kg/m2），平

衡檢測前舉行說明會，並獲受測學生之簽署，同意

參與及遵守本研究規定後實施。

研究工具與場布

根據黃漢年與陳全壽 (1999) 之報告，作為本研

究之延伸基礎，將不穩定平衡台左右最大角度重新

設定為 20 度（福田 精 1957），並以平衡台中心為

基線 (0o)，于平衡板左右兩端裝置標點，台前 3 公

尺處架設一台高速攝影機 (SONY-HDR-SR8) 同時

擷取平衡時間與標點的位置，而平衡板角度之變化

(deg./s)可以透過計算標點位置的變化而獲取，如圖

一所示。

圖一、不穩定站姿平衡檢測示意圖

實驗期間為求嚴謹性並避免連續 10 次產生疲

勞，受試者每人接受一組 5 次 × 2 組之平衡檢測，

並以 10 次之平均時間作為該受試者之成績，檢測人

次順序以隨機分派。受試者赤腳站立于平衡臺上，

右手按住扶把取得身體的平衡後，檢者向受試者確

認無誤，下達預備 → 開始口令（口令前攝影機已

開始記錄）同時，受試者瞬間將右手放開（計時點

開始；同高速攝影機記錄時間）。同受試者右手離手

後至失去平衡（左右平衡板觸抵平衡台設定之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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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時，計時點結束；同高速攝影機記錄時間）同時，

攝影機全程記錄平衡板角度之變化。而平衡板角速

度 (angular velocity) 的成績，是以理數公式演算與

微分後求得（如說明）。確認實驗無誤後，下一位受

試者依序進行。

算式說明與定義（圖二）設實驗中總共擷取 M
個資料點，在時間 t 所擷取的資料點表示為 A(t) = [xt,
yt]

T，經擷取動作之單位時間t 後，應用資料點 A(t+1)
= [xt+1, yt+1]

T 的位置，可以求得 A(t)的速度向量為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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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角速度向量圖示

平衡維持時間與信度考驗 BKT 的紀錄（從開始

至結束）與計算是以每秒 30 張影片 (frame/s) 速

度，從（計時點結束張數－計時點開始張數）÷ 30
所獲得的值作為 BKT 的成績。平衡台之信度考驗，

根據黃漢年、蘇明耀、賈叢林與山本高司（2011）
的報告指出，以左右最大角度 40 度的 BKT 再測相

關係數為 0.861 (r.01(8-2) = 0.833, p < .01)。而本研究

將最大角度重設定為 20 度，並以 15 名健康男性大

學生為試驗性研究 (pilot study)，同樣方式進行初測

（第 1 日）與再測（第 2 日）間的信度考驗，結果

相關係數為 0.835 (r.001(15-2) = 0.689, p < .001)。而角

速度初測與再測相關係數為 0.446 (r.05(15-2)) = 0.441,
p < .05)。

所得參數與各項平均成績，以 Excel 2007 進行

統計處理，加以理數公式演算與微分，求得角速度

均方根值 (RMS) 後，並以獨立樣本 t 考驗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檢驗男女學生兩組間各

項成績之差異性，及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法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對 BKT 與角速度 RMS
間的成績表現加以分析，並驗證其檢測儀器之區別

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統計考驗顯著水準設為

α= .05。

參、研究結果

BKT 與角速度 RMS 的表現圖三 A 與 B 為男女

生檢測結果，男生組 BKT 成績的平均數為

2.505±0.129 秒，明顯高於女生組的成績（1.937±0.081
秒），且在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有顯著的差異 (t =
3.615, p < .05)，又兩組間區別效度並無相關 (r = -.
059, p > .05)。兩組間具有顯著的差異另外，在平衡

台角速度 RMS 變化之成績方面，男生組角速度的平

均數為 35.488±1.587deg./s，也是高於女生組的成績

(26.433±0.936deg./s)，且在 t 檢定結果，同樣的具有

顯著的水準 (t = 4.716, p < .05) 。

A

B

圖三、受試男女學生組間 BKT(A)及角速度 RMS 比較(B)之結果( *

p < .05)

BKT與角速度RMS的相關圖四為受試男女學生

BKT 與角速度之相關結果。如圖 A 所示，女生組

BKT 與角速度間之相關呈正的相關 (r = .583, p
< .000)，而大多數受測者的成績是在 1.5 秒~2.5 秒之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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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唯少數受測學生是有較高的成績（3 秒左右）。

而在男生組方面（圖 B），有絕大多數學生之 BKT
成績是在 1.5 秒~3 秒之間，更有少數受測者高達 3~4
秒左右的成績，且 BKT 與角速度 RMS 間之相關係

數，亦是呈現正的相關 (r = .516, p < .001)。就整體

而言，男女受測學生都有隨 BKT 的增加，平衡板角

速度 RMS 亦隨之增大的傾向。

A

B

圖四、受試者男女學生組 BKT 與角速度 RMS 之相關結果（女生：

A、男生：B）

肆、討論

Nashner (1976, 1977) 對人體站立姿勢時腳踝節

部功能性伸張反應 (functional stretch response, FSR)
長潛期收縮之研究，及 Horak and Nashner (1986) 對

站姿運動踝節部策略與髖節部策略等兩種影響站立

姿勢控制的主要運動模式，已有明確的報告。為此

可以說明，不穩定站姿時隨意運動所誘發身體姿勢

的保持與四肢位置的置換，就所謂的”運動與平衡

控制”而言，下肢之協調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因此，

本研究以兩側性動態站姿環境的設定，同時搜集平

衡的時間 (BKT) 與擷取人體站姿左右切換之協調

能力（平衡台角速度 RMS 的變化），加以定量與評

估後分項討論。

站立平衡檢測與評估－年齡、性別差異簡易作為

檢測靜態平衡能力的方法，開、閉眼單腳站立平衡

檢測的簡便性是眾所皆知（林正常、范薑逸敏，

2000；范薑逸敏，2001）。林正常與范薑逸敏 (2000)
針對男女性別及各年齡層的不同分組，施以單腳站

姿平衡能力的檢測結果顯示，其平衡時間是隨年齡

的增長而增加。大學男生組是有較佳的平衡能力，

而高中女生組則是比大學女生組優。于成年人組方

面（20~40 歲），男生組是優於女生組，但差異性不

大。至於中、高年齡層的站姿能力，特別是老年人

為物件的研究，胡名霞與林慧芬 (1994) 指出，老年

人組單足站立時間比青、中年人組短，且站立穩定

度也比青、中年人組差。當然，從多數研究顯示，

運動的介入例如走路 (Melzer, Benjuya, & Kaplanski,
2003)、肌力訓練 (Onambele, Narici, & Maganaris,
2006)、踏步 (Mansfield, Peters, Liu, & Maki, 2010)
等都是可改善與增進平衡能力。

根據先前研究，利用三軸測力板系統結合電腦

理數化之平衡測試儀，能搜集多元之 COP 平衡參

數，有效作為檢測與評估靜、動態站立平衡能力優

劣的方法（江勁政、相子元，2000；林威秀、鄭秀

琴、彭清義，2003；江勁政等，2004；林威秀等，

2009）。然而，各類評估人體站姿 COP 之平衡測試

儀，在運動競技上的運用，亦有不同的報告。胡名

霞等 (2005) 指出，桌球選手左右方向控制之準確性

較游泳佳，跆拳道選手前後方向準確性較桌球佳，

及柔道與游泳選手閉眼情境條件下，測力板與身體

同步轉動之穩定性比桌球選手佳。但女性在異常之

視覺與本體感覺條件下，其穩定性較男性者優，而

男性第一次左腳閉眼單腳站立時間比女性優。

上述平衡能力檢測與各類平衡測試儀的研究結

果，雖因研究需求與目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對運

動中下肢動態平衡能力的評估需求，明顯留有很大

的討論空間。特別在左右方向動態站姿平衡能力之

性別差異，及專項運動選手動態平衡能力上的論

述，顯有不足。因此，別於人體站姿重心位移時 COP
的檢測，黃漢年與陳全壽 (1999) 研製不穩定平衡

台，于臺上自主控制身體的平衡，有效搜集身體站

立平衡時間以作為評估動態平衡能力的依據。本研

究以此方法作為延伸基礎，探討男女學生有無性別

差異發現，大學男生組動態 BKT 的成績是明顯優於

女生組。但此結果不同于黃漢年與陳全壽 (200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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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大專男女學生動態平衡能力，並無性別

差異的報告。然而，造成此差異的最大原因，本研

究認為這是平衡台角度設定的不同所致。不同黃漢

年等的報告，本研究平衡台角度設定為 20 度，遠小

於該報告的 35 度。此點，根據 Almeida et al. (2006)
以前後方向站姿動態平衡蹺蹺板不同高度之困難指

數 (index of difficulty) 研究指出，所有的受試者皆

能在動態平衡板上維持 10 秒的平衡時間，且困難指

數愈大，其平衡的維持就愈難。而 Almeida et al. 對

平衡蹺蹺板刺激強度是以半徑幾公分之高度計算，

且分 9 等級困難指數，但有關平衡蹺蹺板角度的陳

述，相對的不足。但與 Almeida 等的困難指數報告

不同，根據福田 (1957) 的報告指出，斜檯面人體站

立姿勢的適當角度為 25 度至 30 度。為此，本研究

將平衡台角度重設定為 20 度，雖可以壓縮平衡板左

右晃動的角度，但相對的也增加了下肢左右切換的

空間難度。此結果說明，兩側性動態平衡能力的檢

測，也可能因平衡板角度過小的設定，而產生男女

學生間差異的存在。

而從平衡能力與性別相關報告指出，其平衡能

力差者，顯著增加腳踝受傷的風險，此風險似乎是

男性比女性更為常見 (Hrysomallis, 2007)。但根據

Sullivan, Gross, Grana and Carcia-Moral, (1980) 針對

青少年足球選手的報告指出，女性足球員的受傷比

率是男生的 2 倍。又 Verhagen, van der Beek, Twisk,
Bouter, Bahr and van Mechelen (2004) 針對男女排球

選手進行單腳站立、球類運動、平衡板訓練及球類

平衡板訓練等 4 種的不同運動介入研究指出，極少

數腳踝傷患病史者經介入後，有顯著的減低腳踝關

節扭傷風險的比率。而性別差異的各項身體組成特

徵，雖無顯著差異，但男女生介入組與控制組間，

球類與平衡板的介入，是有效的預防腳踝再次發生

受傷的風險。因此，對於平衡能力與性別差異的相

關推論，可能因研究物件或是運動專案的不同，而

無一致的結論。此相關議題，亦是爾後重要的研究

課題，更對專項運動選手下肢動態平衡能力，在性

別差異上有何不同，需作進一步厘清與探究。

BKT 與平衡台角速度 RMS 的變化

綜括先前研究，以左右方向動態站立平衡時間

與角速度變化，作為評估手段之報告不多（黃漢年、

賈叢林、蘇明耀、謝志君、陳秀華，2009；黃漢年

等，2010）。而綜結 Nashner (1976, 1977) 的報告指

出，被動性以每秒 1°角度起始頻率誘發身體前後方

向 (A/P) 動搖與 FSR 的結果，站立姿勢時踝節部肌

肉組織之功能性伸張反應速度的快慢是有其天性的

利點。換言之，踝節部角速度愈快，FSR 的反應愈

快，則不利站姿，而反應愈慢會產生更大的身體晃

動。然而，有關於踝關節與膝關節運動角度的變化

與站立平衡控制的關係，根據林威秀與黎俊彥

(2003) 以踝關節內外翻轉肌力與站立平衡控制能力

之相關報告指出，在角速度 30°/s 或是 120°/s 條件

下，縱然在肌力表現上雙腳最大扭力、平均最大扭

力與平均動力值間皆有顯著的關係，但與開閉眼情

境下之站立平衡控制無關。又，Gage, Frank, Prentice
and Stevenson (2007) 在角速度每秒 50°時以檯面旋

轉角度 7.5°，探討對下肢患者站姿身體品質中心

(COM) 的影響指出，儘管是連接角度與肌電活動情

形上的區分，但並未發現與身體品質中心的位移有

何差異。這說明患者的姿勢控制，除來自中樞神經

系統的支配外，可能有不同的模式可在姿勢受干擾

情境下，恢復姿勢的平衡。因此，綜括諸類研究結

果得知，檢測動態站立平衡能力時在一固定角速度

之條件下，或在連結下肢踝關節角度變化與肌電訊

號量測 (electromyography, EMG) 的區分下，對 COP
或 COM 位移之站姿能力的影響不大。

反觀，以正弦波連續旋轉支持面 4 種不同角度

變化作為干擾源，對靜態站姿平衡策略影響之研

究，根據 Akram, Frank, Patla and Allum (2008) 等推

論指出，頭部擺動之 RMS 比（RMS 比愈大姿勢安

定性愈佳）大於 COM 時，COM 擺動的控制策略可

能來自中樞神經系統。因此，為將身體之 COM 擺動

極小化，踝節部與髖節部策略的運用比頭部擺動動

作來得有效。這也說明了前後方向連續旋轉臺上站

姿頭部運動，與檯面角度變化之干擾無關，而是藉

由踝節部與髖節部策略的運用來降減身體品質中心

的擺動位移。由此可見，被動性靜、動態站立平衡

COP 之位移或 COM 之擺動，與檯面角度的變化，

並無極大的相關 (林威秀、黎俊彥，2003；Gage et al.,
2007; Akram et al., 2008)。而相較於上述前後方向站

姿平衡能力與檯面角速度相關性的討論，本研究利

用不穩定平衡台的不穩定刺激，自主的能控制左右

方向平衡台角度的變化，及有效的搜集身體動的平

衡維持時間，並探討兩變項間的關係。根據黃漢年

等 (2009) 對國中女子優秀足球選手的基礎研究指

出，不穩定站立平衡能力 (BKT) 與平衡台角速度的

變化，並無其相關性 (r = -.145)。相反的，從黃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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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10) 對女大學生的研究指出，動態站立平衡維

持時間與左右方向角速度變化的關係，卻為正的相

關 (r= .537)。然而在本研究結果，平衡維持時間與

平衡台角速度間的關係，男女學生組都各自呈現正

的相關關係（圖四）。這結果說明，一般非運動選手

下肢左右協調能力，就所謂”動的平衡維持時間”

越長，其平衡台角速度的變化就越大。而男生組兩

變相成績的分佈是遠大于女生組，這也說明兩側性

下肢左右方向之動態站姿平衡能力的可塑性

(plasticity)，大學男生是優於女生的。當然，相較于

利用三軸測力板、Biodex Stability System 等理療用

測試儀腳壓力中心，是被動性的以在時間單位內

COP 移動軌跡之總長度愈短、移動面積，及身體

COM 之前/後、左/右方向之晃動面積 (sway area) 愈

小，作為評估平衡能力優劣的指標。而本研究使用

不穩定平衡台的參數值雖欠缺多元，但不穩定平衡

台是可以自主控制身體動的平衡表現，平衡維持時

間愈長表示動的平衡能力越好（黃漢年等，2011），
且與角速度變化 RMS 值的結合，有效的作為評估下

肢左右協調能力優劣的參考基礎。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藉由不穩定平衡台產生身體站姿的不平

衡，且有效的搜集平衡臺上的不穩定平衡維持時間

與延伸擷取平衡台角速度的變化值，加以量化分

析。結果男女學生下肢動態平衡控制能力的明顯不

同，造成此差異，可能因為平衡板角度設定的不同

而影響。又，男女學生組隨著 BKT 的增加，角速度

變化值 RMS，亦隨之增大。未來建議增加搜集平衡

臺上人體運動學的表現參數，加以分析；例如踝關

節、膝關節、髖關節與軀體上肢角度動作的變化值，

多元納入人體動態平衡能力的評估表現，並對專項

運動選手之平衡特性，作深入的探究，以找出影響

運動平衡能力的相關參數值，對提升與改善動的平

衡適能，有實值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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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estimate the dynamic balance ability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for standing posture stability using the instability platform like-seesaw.
Methods: Sevent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35 males, 35 femal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Each
participant was required to stand barefoot on a custom-built platform and the balance keeping time
(BKT) for 10 trials. The maximum degree of platform inclination is 20° from horizontal surface by
side to side.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les and females was determined by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d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was use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BKT and the RMS of angular velocity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KT and the RMS of angular velocity of the mal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female group;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balance performance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were observed as well. In addition,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KT and the RMS of
angular velocity in male/female group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 each group.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o use the instability platform could be an appropriate instrument to
collect the BKT and the RMS of angular velocity effectively. Moreover, the data gained from the
experiments may establish the dynamic balance fitness norm and can be used as an assessment
method of the lower extremity coordination ability by side to side.

Key words: Dynamic posture, BKT, Coordination, Angular velocity


